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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建议 

1. 画板完成后仔细与我公司提供的参考电路进行比对。

2. 如需对参考电路进行优化设计，请将优化后的电路图提交我

们核对。 

二．元件选型

1. 晶振

电路图 1-1中的 R21是反馈电阻，推荐使用 1M 欧姆。

电路图 1-1中的电容 C54和 C55 是时钟电路的谐振电容。推荐 C54 和 C55使用 20pF。

注意： 12MHz 晶振的频率误差不要大于±50ppm ；  

2. 续流二极管和功率电感

D2续流二极管：选取反向恢复时间小于 50ns 的肖特基二极管

L2功率电感：选取 ESR 小于 0.2 欧姆，饱和电流大于 0.8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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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．关键电路 

1. VREF

VREF 是芯片内部产生的一个电压参考源，电压为 1.5V 。电源管理单元的所有电压输出都是以此电压

作为基准。在硬件应用设计中只要外挂一个滤波电容即可。 

2. SYN6988 的 40-R/B

40-R/B为芯片工作状态查询端口，推荐悬空。也可接上位机的 GPIO _PU 口，SYN6988上电瞬间必须保

证 40-R/B 为高电平，否则无法正常启动。 

3. 唤醒

SYN6988具有两种工作模式：正常工作模式（Normal operating mode）和待机模式（Standby mode ）。 

芯片进入待机模式后，可以硬件通过 WAKE UP 来唤醒，高电平有效；也可软件通过串口发控制命令唤

醒。 

SYN6988-PIN47/48 任一管脚置高，即可唤醒芯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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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复位电路

4.1 复位过程 

SYN6988 的 RST 是系统复位的控制管脚，低电平有效 。 

在系统电压上升到最小可工作电压之后，必须保证 RST 上至少有 20ms 的有效复位电平,也就是“上电

请复位”。 

注意：50us为极限值，推荐 20ms 。 

4.2 阻容复位电路

高 ESD 复位电路：在电容的接地处串接一个磁珠可以大大降低由 ESD 引起的系统重启概率，从而可以

提高系统的 ESD 免疫能力。 

快速放电复位电路：在系统掉电时，RESET _N 管脚的电平会很快的随着 VDDIO 的下降而下降。如果系

统存在掉电之后又迅速上电或者电源浪涌比较大的情况，则建议使用此电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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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非阻容复位电路 

4.3.1 专用复位 IC 复位电路  

推荐复位芯片：CE8808N28MA CAT811R(2.63V) 

4.3.2 加长复位时间的复位电路 



SYN6988 硬件设计指南 V1.0 

第 8 页 共 8 页 

5. 功放电路

SYN6988的音频输出为差分信号，建议使用支持差分输入的功放。

电路图请参考《功放参考电路 V1.1》。

四．制板注意事项 

1. 晶振布局

晶振应尽量靠近 SYN6988的 PIN26(12MI)和 PIN27(12MO)管脚放置，遵循距离最短、走线宽、走线包地

原则。同时，晶振的谐振电容应紧靠其两侧。 

2. 电容布局

SYN6988的各 PIN口的对应滤波电容应尽量靠近其相应管脚。

3. 音频线布线

SYN6988 的 8 管脚-AO_P 和 9 管脚-AO_N，要按差分走线的原则，走线要宽、等长、并行、包地、远离

晶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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